
49KG 55KG

1 成功國中 司楓閔 1 成功國中 林宇廷
2 田尾國中 莊凱文 2 建國國中 葉曜宇
3 三民國中 洪俊熙 3 立新國中 雷博勛
4 三民國中 洪嘉軒 4 成功國中 鍾瑞加
5 埤頭國中 羅家閩 5 個人(大武國中) 宋子豪
6 個人(成功國中) 黃冠傑 6 建國國中 黃聖諺
7 個人(成功國中) 蘇上銘 7 東原國中 余弘益
8 忠孝國中 唐浚彥 8 大內國中 劉書瑋
9 新光國中 沈翊宏 9 三民國中 施厚齊
10 個人(大里高中) 龔祐詳 10 個人(枋寮高中) 李勇億
11 立新國中 涂珈銓 11 三民國中 田君寶
12 個人(大武國中) 彭昊宇 12 新光國中 許寓閎
13 台中中平 范泊璿 13 埤頭國中 李昱德
14 立新國中 劉佳閎 14 新光國中 莊詠勝
15 個人(萬芳高中) 趙俊愷 15 立新國中 王瑋迅
16 個人(關廟國中) 楊敦翔 16 清水高中 洪仁豪

61KG 17 桃源國中 高紳旭
1 個人(社頭國中) 陳柏豪 18 埤頭國中 吳東易
2 個人(路竹高中) 穆琪融 19 個人(向上國中) 許進安
3 個人(新光國中) 謝承恩
4 成功國中 王冠鑫
5 台中中平 曾詠祥
6 新北中平 龔定洋
7 成功國中 賴佳柏
8 田尾國中 陳奕安
9 立新國中 許豐顗
10 埤頭國中 許友誌
11 立新國中 徐陞翰
12 新光國中 林明忠
13 個人(金沙國中) 楊浩
14 新光國中 宋秉溢
15 田尾國中 陳毅恆
16 個人(臺南大成) 黃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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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KG 73KG
1 立新國中 陳韋利 1 蘆洲國中 葉韋博
2 立新國中 歐洧杰 2 桃源國中 顏誠佑
3 埤頭國中 陳奕賢 3 三民國中 李昱翔
4 三民國中 洪俊彥 4 個人(鼓山高中) 林倢甫
5 忠孝國中 吳冠廷 5 新光國中 林彥志
6 建國國中 劉旻恩 6 田尾國中 吳炳憲
7 個人(大里高中) 胡育菘 7 田尾國中 陳宥睿
8 埤頭國中 鄭平澔 8 忠孝國中 周昱鋒
9 成功國中 劉哲瑋 9 建國國中 張恩齊
10 湖內國中 林宥穎 10 台中中平 王軍凱
11 蘆洲國中 杜錦泰 11 個人(社頭國中) 邱建祐
12 田尾國中 陳宜彬 12 台中中平 曾俊安
13 田尾國中 顏泇祥 13 個人(富源國中) 王世賢
14 桃源國中 謝辰佑 14 忠孝國中 鄭皓宸
15 成功國中 李侑昇 15 埤頭國中 張哲瑋
16 三民國中 余潍銘 16 成功國中 蔡東豐
17 新光國中 洪兆瑋

81KG

1 台中中平 蕭恩光
2 成功國中 范穎誠
3 大內國中 林耀中
4 個人(新光國中) 何丞傑
5 三民國中 陳世傑
6 立新國中 謝承宏
7 埤頭國中 徐正發
8 清水高中 曾靖宇
9 台中中平 楊胤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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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KG 96KG

1 東原國中 葉廷松 6 東原國中 王佑承
2 個人(新光國中) 黃晟豪 7 桃源國中 謝志鵬
3 個人(爽文國中) 鞠采揚 8 個人(梓官國中) 林恩頡
4 埤頭國中 顏志恩 9 台中中平 江明璋
5 個人(社頭國中) 陳宥銨 10 個人(社頭國中) 蕭富謙
6 個人(安康高中) 黃品碩 102KG

7 台中中平 莊興 3 三民國中 柯冠廷
8 新光國中 王培丞 4 台中中平 潘頌泉
9 成功國中 黃鉦憲 5 個人(梓官國中) 陳均瑋
10 個人(新光國中) 林瑜模 +102KG

11 個人(梓官國中) 陳福源 1 三民國中 李宥憲
12 埤頭國中 陳毓升 2 新光國中 林鵬宇
13 個人(富源國中) 李彰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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